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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南方红壤区茶园普遍存在着土壤有效硼和有效镁含量缺乏的现象，对红壤区茶园及时适量补施硼、

镁肥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通过近３ａ田间小区试验，以单施化肥 （ＣＦ）处理为对照，探讨化肥＋硼

肥 （ＣＦ＋Ｂ）、化肥＋镁肥 （ＣＦ＋Ｍｇ）及化肥＋硼肥＋镁肥 （ＣＦ＋Ｂ＋Ｍｇ）等３种不同施硼镁肥处理对红壤区

茶园茶叶产量、品质、矿质营养元素吸收及土壤肥力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与ＣＦ处理相比，３种不同施硼镁

肥处理可增加鲜茶青产量７．８６％～１４．０３％；提高游离氨基酸含量１８．６３％～３５．２９％、茶多酚含量４．１５％～

７．９１％、水浸出物含量５．５３％～１０．４２％、咖啡碱含量１０．７３％～２４．５２％，降低酚氨比１２．２０％～２０．２４％；可

提高茶叶的硼含量１５．９９％～３６．３４％、镁含量７．６３％～１９．０８％、氮含量６．１２％～１２．３９％、钾含量２．４２％～

１３．８７％和磷含量２．９２％～７．６０％；提高茶园土壤的有效硼含量１３３．３３％～２７３．３３％、有效镁含量６．６３％～

３４．６５％、有效磷含量２０．２９％～５８．６０％和速效钾含量１５．３８％～３２．８３％，而对土壤ｐＨ、有机质、全氮、全磷、

全钾和碱解氮的含量影响不明显。其中，硼镁肥配施 （ＣＦ＋Ｂ＋Ｍｇ）处理对提高茶叶产量、品质及促进茶叶矿

质营养元素吸收的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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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叶是中国南方红壤区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之

一，其产量和产值近年来呈现迅猛增长的势头。

２０１４年全国茶叶种植面积为２７４．１万ｈｍ２，同比

扩大１３．５万ｈｍ２；干毛茶总产量达２０９．２万ｔ，同

比增产１９．５万ｔ；茶叶总产值为１３４９亿元，同比

增加２１６亿元，增幅达１９．０７％，创下了历史新

高［１］。茶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已发挥

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据研究，我国大部分茶园分布在南方丘陵红壤

地区［２］，由于气候、成土母质等原因，该区域常常

出现土壤有效硼和有效镁含量不足的现象［２－５］。马

立锋等［６］研究表明，随着我国茶叶产量的不断提高

和化肥用量的急剧提高，茶园土壤有效硼含量缺乏

现象日益严重，比如浙江省茶园土壤有效硼含量平

均值仅为０．２ｍｇ·ｋｇ
－１左右，处于土壤有效硼含量

缺乏的临界值 （０．５ｍｇ·ｋｇ
－１）或严重缺乏临界值

（０．２５ｍｇ·ｋｇ
－１）［４，７］之下。据调查，我国南方红

黄壤 区 茶 园 土 壤 有 效 镁 含 量 大 多 在 １０～７０

ｍｇ·ｋｇ
－１［８］，有７０％的茶园低于４０ｍｇ·ｋｇ

－１，

这对茶树生长而言，基本上处于镁不足状态［５］。由

此可见，我国南方红壤区茶园土壤普遍存在着土壤

有效硼和有效镁含量缺乏的现象。在当前茶园大量

施用化学氮、磷、钾等肥料而有机肥投入不足的背

景下，对红壤区茶园及时适量补施硼、镁肥料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茶园施用镁肥已有较多的研究，大多

数研究表明，施用镁肥可以促进红壤区茶园茶树生

长、茶叶增产，并改善茶叶品质［９－１３］。而有关施用

镁肥对茶园土壤基本肥力状况的影响研究很少。关

于茶园施用硼肥对茶叶产量和品质的影响也仅有零

星报道［４，１４］，施用硼肥对茶园土壤肥力水平的影响

也报道甚少。而关于在红壤茶园上同时施用硼、镁

肥对茶树生长、茶叶品质及土壤肥力的影响则尚未

见报道。

本研究以红壤区茶园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施用

硼、镁肥对红壤区茶园茶叶产量、品质及土壤基本

肥力状况的影响规律，以期为红壤区茶园硼肥和镁

肥的施用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简介

试验地位于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茶叶生产基

地，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的南安市中南部，气候类

型为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全年气候温暖湿润，

年平均气温２０．９℃，无霜期约３４９ｄ；年平均降雨

量１６５０ｍｍ，雨量充沛，但多集中在春、夏两季。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温暖湿润气候条件尤其适宜

茶树生长。试验地土壤类型为山地红壤，土壤基础

理化性状如下：ｐＨ５．２１，有机质２２．６ｇ·ｋｇ
－１，

全氮０．６５ｇ·ｋｇ
－１，全磷０．４ｇ·ｋｇ

－１，全钾２６．５

ｇ·ｋｇ
－１，碱解氮５８．３４ｍｇ·ｋｇ

－１，速效磷４５．２

ｍｇ·ｋｇ
－１，速效钾１３２．１ｍｇ·ｋｇ

－１，有效硼０．１６

ｍｇ·ｋｇ
－１，有效镁２６．７２ｍｇ·ｋｇ

－１。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设４个处理，即：（１）化肥（对照，施用量

为Ｎ２１８ｋｇ·ｈｍ
－２·ａ－１、Ｐ２Ｏ５６８ｋｇ·ｈｍ

－２·ａ－１

和Ｋ２Ｏ９０ｋｇ·ｈｍ
－２·ａ－１，下同）；（２）化肥＋硼

肥 （施纯硼量，４．７ｋｇ·ｈｍ
－２·ａ－１，下同）；（３）

化肥＋镁肥 （施纯镁量，２１ｋｇ·ｈｍ
－２·ａ－１，下

同）；（４）化肥＋硼肥＋镁肥；分别用ＣＦ、ＣＦ＋

Ｂ、ＣＦ＋Ｍｇ和ＣＦ＋Ｂ＋Ｍｇ表示。每个处理４次

重复。每个小区面积２０ｍ２，随机区组排列。供试

大量元素化肥分别用磷酸一铵、尿素和氯化钾；硼

肥选用志信高硼肥 （Ｂ含量２１％，美国普乐康公

司生产）；镁肥选用志信高镁肥 （Ｍｇ含量１０％，

美国普乐康公司生产）。供试茶树品种为黄观音，７

ａ生茶树。试验始于２０１１年３月，止于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田间试验各小区除了施用处理不同以外，其他

田间日常管理完全一致。每年３月中旬对茶园进行

１次性施肥，施肥方式为挖沟 （２０ｃｍ×２０ｃｍ）条

施后覆土。试验期间，每年统计１次各小区的茶青

产量。每年分别采摘春茶、夏茶和秋茶，时间分别

为４月下旬、７月上旬和１０月上旬，３次产量之和

即为当年茶青总产量。茶叶品质及矿质营养元素含

量测定所用的茶叶样品的采摘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４月

２６日，采摘方法为按 “Ｓ”形线路多点采集各试验

小区内茶树新萌发的一芽二叶春茶茶青。试验后茶

园土壤测定土样的采集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０日，

采集方法为按 “Ｓ”形线路在各试验小区内多点采

集表层 （０～２０ｃｍ）土壤，并按四分法保留５００ｇ

左右，风干后备用。每个采样点采样部位为茶树与

施肥沟的中央位置，采样时首先用工兵铲刮去表面

的枯枝落叶，然后用工兵铲挖掘采样断面，用竹铲

除去与铁器接触的部分后整个断面均衡取样，每个

处理的混合土样取１５个样点土样，充分混合均匀

后四分法取样备用。

１３　分析测定方法

土壤肥力指标的测定分析方法［１４］：用电位法

（土水比１∶２．５）测定ｐＨ值；用重铬酸钾容量法

测定有机质；用半微量开氏法测定全氮；用钼蓝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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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法测定全磷；用火焰光度法测定全钾；用碱解扩

散法测定碱解氮；用０．０５ｍｏｌ·Ｌ－１ＮａＨＣＯ３提取

钼蓝比色法测定速效磷；用火焰光度法测定速效

钾；用沸水浸提 甲亚胺比色法测定土壤有效硼；

用ＮＨ４ＯＡｃ浸提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土壤有

效镁。茶叶矿质营养元素含量测定也采用常规分析

方法［１４］：用半微量开氏法测定全氮；用钼蓝比色

法测定全磷；用火焰光度法测定全钾；硼用甲亚胺

比色法；镁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茶叶品质测定

均采用国家标准方法，用ＧＢ／Ｔ８３１４２０１３测定茶

叶游离氨基酸、用 ＧＢ／Ｔ８３１３２００２测定茶多酚含

量、用 ＧＢ／Ｔ８３０５２００２测定水浸出物含量、用

ＧＢ／Ｔ８３１２２００２测定咖啡碱含量。

１４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处理采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软件，

采用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施肥处理对茶叶产量的影响

试验结果 （图１）表明：与ＣＦ处理相比，其

他几种不同施肥处理均可提高鲜茶青的产量，平均

增产量为３２３～５７７ｋｇ·ｈｍ
－２·ａ－１，增产比率为

７．８６％～１４．０３％。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ＣＦ＋Ｂ、

ＣＦ＋Ｍｇ和ＣＦ＋Ｂ＋Ｍｇ处理均可比ＣＦ处理显著

（犘＜０．０５）提高茶园鲜茶青的产量，但三者间的

差异不显著 （犘＞０．０５）。

２２　不同施肥处理对茶叶品质的影响

试验结果 （表１）显示：其他几种不同施肥处

理均可比ＣＦ处理提高茶叶中游离氨基酸、茶多

酚、水浸出物和咖啡碱的含量，并降低酚氨比；其

中，游 离 氨 基 酸 含 量 提 高 比 率 为 １８．６３％ ～

３５．２９％，茶 多 酚 含 量 提 高 比 率 为 ４．１５％ ～

７．９１％，水浸 出 物 含 量 提 高 比 率 为 ５．５３％ ～

１０．４２％，咖 啡 碱 含 量 提 高 比 率 为 １０．７３％ ～

２４．５２％，酚氨比降低比率为１２．２０％～２０．２４％。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对提高茶叶中游离氨基酸和咖

啡碱含量的效果，ＣＦ＋Ｂ＋Ｍｇ处理极显著 （犘＜

０．０１）优于ＣＦ处理，但与ＣＦ＋Ｂ和ＣＦ＋Ｍｇ处

理差异不显著 （犘＞０．０５）；ＣＦ＋Ｂ和ＣＦ＋Ｍｇ处

理均显著 （犘＜０．０５）优于ＣＦ处理，但ＣＦ＋Ｂ和

ＣＦ＋Ｍｇ处理间的差异不显著 （犘＞０．０５）。对提

高茶叶中茶多酚和水浸物含量的效果，ＣＦ＋Ｂ＋

Ｍｇ处理显著 （犘＜０．０５）优于ＣＦ处理，但与ＣＦ

＋Ｂ和ＣＦ＋Ｍｇ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犘＞０．０５）；

ＣＦ＋Ｂ、ＣＦ＋Ｍｇ和ＣＦ处理间的差异也未达到显

著性水平 （犘＞０．０５）。对降低茶叶酚氨比的效果，

ＣＦ＋Ｂ、ＣＦ＋Ｍｇ和ＣＦ＋Ｂ＋Ｍｇ处理均显著 （犘

＜０．０５）优于 ＣＦ处理，而三者间的差异不显著

（犘＞０．０５）。

图１　不同施肥处理对茶叶产量的影响

犉犻犵．１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狋犲犪狔犻犲犾犱

注：图中柱状图顶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显著水平（犘＜０．０５）。

表１　不同施肥处理对茶叶品质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１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狋犲犪狇狌犪犾犻狋狔

处理
游离氨基酸 茶多酚 酚氨比 水浸出物 咖啡碱

质量分数／％ 增比／％ 质量分数／％ 增比／％ 比值 增比／％ 质量分数／％ 增比／％ 质量分数／％ 增比／％

ＣＦ １．０２Ｂｂ － １０．１２ｂ － ９．９２ａ － ５０．１２ｂ － ２．６１Ｂｂ －

ＣＦ＋Ｂ １．２１ＡＢａ １８．６３ １０．５４ａｂ ４．１５ ８．７１ｂ －１２．２０ ５２．８９ａｂ ５．５３ ２．８９ＡＢａ １０．７３

ＣＦ＋Ｍｇ １．３１ＡＢａ ２８．４３ １０．６７ａｂ ５．４３ ８．１５ｂ －１７．９１ ５４．３２ａｂ ８．３８ ３．２１ＡＢａ ２２．９９

ＣＦ＋Ｂ＋Ｍｇ １．３８Ａａ ３５．２９ １０．９２ａ ７．９１ ７．９１ｂ －２０．２４ ５５．３４ａ １０．４２ ３．２５Ａａ ２４．５２

注：表中同列数据后面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达极显著（犘＜０．０１）和显著水平（犘＜０．０５），下同。

２３　不同施肥处理对茶叶矿质营养元素含量的

影响

试验结果 （表２）表明：其他几种不同施肥处

理均可比ＣＦ处理提高茶叶中矿质营养元素的含

量，可提高茶叶中硼含量１５．９９％～３６．３４％、镁

含量７．６３％～１９．０８％、氮含量６．１２％～１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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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含 量 ２．４２％ ～１３．８７％ 和 磷 含 量 ２．９２％ ～

７．６０％，其中，ＣＦ＋Ｂ＋Ｍｇ处理对提高茶叶中各

种矿质营养元素的效果相对最佳。方差分析结果显

示：对提高茶叶中硼含量的效果，ＣＦ＋Ｂ＋Ｍｇ和

ＣＦ＋Ｂ处理均极显著 （犘＜０．０１）优于ＣＦ＋Ｍｇ

和ＣＦ处理；对提高茶叶中镁含量的效果，ＣＦ＋Ｂ

＋Ｍｇ和ＣＦ＋Ｂ处理均显著 （犘＜０．０５）优于ＣＦ

＋Ｍｇ和ＣＦ处理；对于提高茶叶氮含量的效果，

ＣＦ＋Ｂ＋Ｍｇ处理显著 （犘＜０．０５）优于ＣＦ处理，

而与ＣＦ＋Ｂ、ＣＦ＋Ｍｇ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犘＞

０．０５）；对于提高茶叶钾含量的效果，ＣＦ＋Ｂ和

ＣＦ＋Ｂ＋Ｍｇ处理均显著 （犘＜０．０５）优于ＣＦ＋

Ｍｇ和ＣＦ处理；而对提高茶叶磷含量的效果，几

种不同施肥处理间的差异不显著 （犘＞０．０５）。

表２　不同施肥处理对茶叶矿质营养元素含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犿犻狀犲狉犪犾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狅犳狋犲犪

处理

硼 镁 氮 磷 钾

含量／

（ｍｇ·ｋｇ－１）

增比

／％

含量／

（ｇ·ｋｇ－１）

增比

／％

含量／

（ｇ·ｋｇ－１）

增比

／％

含量／

（ｇ·ｋｇ－１）

增比

／％

含量／

（ｇ·ｋｇ－１）

增比

／％

ＣＦ ２３．５８Ｂｂ － １．３１ｂ － ３４．３１ｂ － ３．４２ａ － ２２．３５ｂ －

ＣＦ＋Ｂ ３０．５５Ａａ ２９．５６ １．４１ｂ ７．６３ ３６．４１ａｂ ６．１２ ３．５２ａ ２．９２ ２５．３４ａ １３．３８

ＣＦ＋Ｍｇ ２７．３５Ｂｂ １５．９９ １．５２ａ １６．０３ ３７．５２ａｂ ９．３６ ３．５６ａ ４．０９ ２２．８９ｂ ２．４２

ＣＦ＋Ｂ＋Ｍｇ ３２．１５Ａａ ３６．３４ １．５６ａ １９．０８ ３８．５６ａ １２．３９ ３．６８ａ ７．６０ ２５．４５ａ １３．８７

２４　不同施肥处理对茶园土壤肥力的影响

试验结果 （表３）显示：其他几种不同施肥处

理较ＣＦ处理茶园土壤有效硼、有效镁、有效磷和

速 效 钾 的 含 量 均 有 提 高，提 高 幅 度 分 别 为

１３３．３３％～２７３．３３％、６．６３％～３４．６５％、２０．２９％～

５８．６０％和１５．３８％～３２．８３％；而对土壤ｐＨ、有

机质、全氮、全磷、全钾和碱解氮的含量影响不

大。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对提高土壤有效硼含量

的效果，ＣＦ＋Ｂ和ＣＦ＋Ｂ＋Ｍｇ处理均极显著 （犘

＜０．０１）优于ＣＦ＋Ｍｇ和ＣＦ处理，而ＣＦ＋Ｍｇ

处理又极显著 （犘＜０．０１）优于ＣＦ处理；对于提

高土壤有效镁含量的效果，ＣＦ＋Ｂ＋Ｍｇ和ＣＦ＋

Ｍｇ处理均极显著 （犘＜０．０１）优于ＣＦ＋Ｂ和ＣＦ

处理；对提高土壤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的效果，

ＣＦ＋Ｂ、ＣＦ＋Ｍｇ和ＣＦ＋Ｂ＋Ｍｇ处理均显著 （犘

＜０．０５）优于ＣＦ处理，但三者间差异不显著 （犘

＞０．０５）。而对土壤ｐＨ、有机质、全氮、全磷、

全钾和碱解氮含量的影响，各处理间的差异均未达

到显著水平 （犘＞０．０５）。

表３　不同施肥处理对茶园土壤肥力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３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狊狅犻犾犳犲狉狋犻犾犻狋狔犪狋狋犲犪狆犾犪狀狋犪狋犻狅狀狊

处理

ｐＨ 有机质 全氮 全磷 全钾

值
增比

／％

含量／

（ｇ·ｋｇ－１）

增比

／％

含量／

（ｇ·ｋｇ－１）

增比

／％

含量／

（ｇ·ｋｇ－１）

增比

／％

含量／

（ｇ·ｋｇ－１）

增比

／％

ＣＦ ５．４１ａ － ２２．５ａ － ０．５８ａ － ０．６１ａ － ２９．８５ａ －

ＣＦ＋Ｂ ５．３６ａ －０．９２ ２３．１ａ ２．６７ ０．５６ａ －３．４５ ０．５９ａ －３．２８ ２８．９７ａ －２．９５

ＣＦ＋Ｍｇ ５．３２ａ －１．６６ ２２．６ａ ０．４４ ０．５７ａ －１．７２ ０．５８ａ －４．９２ ２９．７１ａ －０．４７

ＣＦ＋Ｂ＋Ｍｇ ５．３５ａ －１．１１ ２２．７ａ ０．８９ ０．５５ａ －５．１７ ０．６１ａ ０．００ ２９．９７ａ ０．４０

处理

有效硼 有效镁 碱解氮 有效磷 速效钾

含量／

（ｍｇ·ｋｇ－１）

增比

／％

含量／

（ｍｇ·ｋｇ－１）

增比

／％

含量／

（ｍｇ·ｋｇ－１）

增比

／％

含量／

（ｍｇ·ｋｇ－１）

增比

／％

含量／

（ｍｇ·ｋｇ－１）

增比

／％

ＣＦ ０．１５Ｃｃ － ３０．６２Ｂｂ － ５５．７８ａ － ３９．９８ｂ － １４１．９７ｂ －

ＣＦ＋Ｂ ０．５６Ａａ ２７３．３３ ３２．６５Ｂｂ ６．６３ ５５．４７ａ －０．５６ ６３．４１ａ ５８．６０ １６３．８１ａ １５．３８

ＣＦ＋Ｍｇ ０．３５Ｂｂ １３３．３３ ４０．３２Ａａ ３１．６８ ５９．２８ａ ６．２７ ４８．０９ａ ２０．２９ １８８．５８ａ ３２．８３

ＣＦ＋Ｂ＋Ｍｇ ０．４８Ａａ ２２０．００ ４１．２３Ａａ ３４．６５ ５６．３４ａ １．００ ５９．８４ａ ４９．６７ １８４．３２ａ ２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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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施用硼、镁肥对茶叶产量的影响

关于施用镁肥对茶叶产量的影响已有较多的报

道，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茶园施用镁肥可以有效

地提高茶叶的产量。镁元素直接参与茶树叶片中叶

绿素的形成［１０］，对叶片光合作用影响很大，与茶

叶产量形成密切相关。在镁肥的增产作用方面，苏

联进行较多研究，施用镁肥的增产效果在含镁６０～

８０ｍｇ·ｋｇ
－１的茶园中为８％～１０％；在含镁只有

３０～４０ｍｇ·ｋｇ
－１的茶园中可达２５％；当含镁超过

１５０ｍｇ·ｋｇ
－１时，施用镁肥就没有增产效果［１０］。

侯玲利［１２］的研究结果表明： （１）土施白云石粉

（１１２．５～４５０ｋｇ·ｈｍ
－２）能明显提高红壤区乌龙

茶茶叶鲜叶产量，台湾翠玉品种的春茶和秋茶产量

分别增产１．９％～２４．３％和１８．３％～５６．０％；铁观

音品种的春茶和秋茶产量分别增产１．５％～２３．５％

和３．６％～２２．９％；白芽奇兰品种的春茶和秋茶产

量分别增产４．３％～４３．４％和０．８％～１９．８％；（２）

叶面喷施硫酸镁 （７．５～３０．０ｋｇ·ｈｍ
－２）处理的３

个乌龙茶品种的春茶和秋茶产量比对照 （不施镁

肥）处理分别增加２３．９％～４３．９％和２４．２％～

５８．９％。郭琳
［１３］也得到相似的研究结果。阮建云

等［１１］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浙江省红壤茶园上施用

镁肥 （即，施 ＭｇＯ量为３５和４２ｋｇ·ｈｍ
－２），可

平均增产茶叶５．７％。朱永兴等
［２］在缺镁红壤区茶

园施用水溶性硫酸镁肥料后，茶叶缺镁症状逐渐消

失，产量比对照平均增加９．８％～１３．６％，喷施含

镁叶面肥平均增产２０．８％。

关于茶叶产量与硼肥施用的关系研究鲜见报

道。韩志平［１４］的试验结果表明，茶树叶面分别喷

施０．１％和０．０５％的硼溶液，可比对照分别增产

４２．９％和８．６％。而有关红壤区茶园上同时施用硼

肥和镁肥对茶叶产量的影响尚未见报道。本研究结

果表明，在红壤区茶园 （土壤有效硼含量为０．１６

ｍｇ·ｋｇ
－１，有效镁含量为２６．７２ｍｇ·ｋｇ

－１）上施

用硼肥 （施纯硼量，４．７ｋｇ·ｈｍ
－２·ａ－１）可比对

照 （不施硼肥）平均提高茶叶产量７．８６％；施用

镁肥 （施纯镁量，２１ｋｇ·ｈｍ
－２·ａ－１）可比对照

（不施镁肥）平均提高茶叶产量１０．２９％；而同时

施用硼肥 （施纯硼量，４．７ｋｇ·ｈｍ
－２·ａ－１）和镁

肥 （施纯镁量，２１ｋｇ·ｈｍ
－２·ａ－１）可比对照 （不

施硼或镁肥）平均提高茶叶产量１４．０３％，但与单

施硼或镁肥处理相比，仅表现出增产趋势，未达到

生物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关于硼、镁肥之间的交

互作用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３２　施用硼、镁肥对茶叶品质及矿质营养元素吸

收的影响

关于施用镁肥对茶叶品质的研究已有较多的报

道。研究表明，镁是多种酶的活化剂，与茶叶中的

主要化学成分 （如氨基酸、儿茶素、咖啡碱及香气

等）的形成都有直接的关系［１０，１５］。阮建云等［１１］

在我国主要红壤区茶园 （包括浙江、广东和福

建，土壤交换镁含量为２０～６９ｍｇ·ｋｇ
－１）的田间

试验结果表明，施用镁肥 （施 ＭｇＯ量为３５～４２

ｋｇ·ｈｍ
－２）可提高茶叶中游离氨基酸含量１．２％～

１６．８％，平均提高７．０％。朱永兴等
［２］在缺镁红壤

区茶园施用水溶性硫酸镁肥料的试验结果显示，施

镁能显著改善茶叶品质，茶叶中氨基酸、咖啡碱及

水浸出物含量分别比对照提高５．８％、９．２％ 和

２．３％。郭琳
［１３］的田间试验结果表明，叶面喷施硫

酸镁溶液处理对不同茶季的铁观音鲜叶、毛茶的氨

基酸含量提高都有促进作用，和根部施镁肥处理一

样可使茶多酚含量、酚氨比值降低，并对形成铁观

音毛茶良好外形起到明显作用。相关研究表明，乌

龙茶成茶品质与鲜叶的茶多酚／氨基酸比例 （酚氨

比）关系密切，茶叶的品质在一定范围内随着酚氨

比值的降低而提升［１６－１７］。也有研究表明，在红壤

区茶园上施用镁肥，可提高乌龙茶的香气，且乌龙

茶的品质与茶叶中的镁含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１８－１９］。

关于施用镁肥对茶叶矿质营养元素的吸收影响

研究很少。郭琳［１３］的田间试验结果表明，在红壤

区乌 龙 茶 园 土 施 白 云 石 粉 （１１２．５～４５０．０

ｋｇ·ｈｍ
－２）或喷施硫酸镁 （７．５～３０ｋｇ·ｈｍ

－２）

处理均可比对照 （不施镁肥）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茶叶中镁元素的含量，但根部土施白云石粉处理

比叶面喷施硫酸镁处理更有利于茶叶镁含量的提

高。侯玲利［１２］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红壤区乌龙茶

园上土施白云石粉 （１１２．５～４５０．０ｋｇ·ｈｍ
－２）均

可比对照 （不施镁肥）处理提高茶叶鲜叶的氮含

量，但处理间差异不显著；白芽奇兰春茶含氮量和

含镁量达到了极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土施白

云石粉后，茶叶镁含量增加，茶叶的氮代谢活动随

叶片硝酸还原酶活性的提高而增强，从而增加茶树

对土壤氮素的吸收；土施白云石粉对茶叶磷含量的

影响不明显；土施白云石粉后，茶叶鲜叶钾含量和

钙含量呈现随着施肥量的增加而有所降低的趋势，

这可能是由于土壤钾、钙、镁之间存在着拮抗作用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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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施用硼肥对茶叶品质的研究报道甚少。有

研究指出，由于硼元素参与植物碳水化合物的形成

和转化，故施用硼肥后茶叶的水浸出物含量能明显

增加［４］；施硼对茶叶的茶氨酸含量有提高的趋

势［２０］。有关施用硼肥对茶叶矿质营养元素的吸收

研究还未见报道；关于硼肥和镁肥同时施用对茶叶

品质的影响研究更是未见报道。本试验结果表明，

在红壤区茶园上施用硼肥和 （或）镁肥，可比对照

明显提高茶叶营养品质，并以硼肥和镁肥配施

（ＣＦ＋Ｂ＋Ｍｇ）处理对提高茶叶品质及促进茶叶吸

收矿质营养元素的效果最佳。

３３　施用硼、镁肥对茶园土壤肥力的影响

关于施用镁肥对茶园土壤肥力的影响研究仅有

少量 报 道。侯 玲 利［１２］研 究 了 土 施 白 云 石 粉

［ＣａＭｇ （ＣＯ３）２］对红壤区茶园土壤交换性钾、钙、

镁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１）不同土壤类型土施

用白云石粉后，对茶园土壤的交换性钾的影响不

同。与对照处理相比，土施白云石粉 （１１２．５～

４５０．０ｋｇ·ｈｍ
－２）后，０～２０ｃｍ 土层和２０～４０

ｃｍ土层交换性钾含量都是呈现随着白云石粉用量

的增加先是升高而后下降的趋势；在黄红壤类型

上，土施白云石粉后，０～２０ｃｍ土层和２０～４０ｃｍ

土层交换性钾含量都明显高于对照处理的交换性钾

含量；在黄壤类型上，土施白云石粉后，０～２０ｃｍ

土层和２０～４０ｃｍ土层交换性钾含量都呈现明显降

低；（２）土施白云石粉后，土壤交换性镁含量呈上

升趋势，但是没有达到显著差异。陈星峰［２０］也得

出相似的研究结果。而武际等［２１］研究表明，黄红

壤菜地土壤中的交换性钙、镁含量随土施白云石粉

量的提高而大幅度提高。由此可见，施用白云石粉

后茶园土壤的交换性镁含量并不一定能显著提高，

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红壤茶园大多地处山地丘

陵坡地上，土壤肥力水平较低且不均一，对所施用

的镁元素吸持能力较低；另一方面，由于土壤对镁

离子的吸持作用不仅受土壤镁含量多少的影响，还

受土壤中其他竞争性离子 （如钾、钙、铵离子等）

含量多少的影响［１２］。

关于施用硼肥、硼肥和镁肥配施对红壤区茶园

土壤基本肥力状况的影响研究尚未见报道。本研究

试验结果表明，施用硼肥和 （或）镁肥后，红壤区

茶园土壤可比对照处理明显提高土壤的有效硼、有

效镁、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而对土壤ｐＨ、有机

质、全氮、全磷、全钾和碱解氮的含量影响不明

显。施用硼、镁肥后，茶园土壤的全磷和全钾含量

呈现下降趋势，而土壤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却呈现

增加趋势，这说明施用此２种微肥后，有利于茶园

土壤中磷和钾元素由无效态转化为有效态，从而促

进茶树对磷、钾元素的吸收，提高茶园土壤的有效

磷和速效钾含量。关于施用硼、镁肥对茶园土壤基

本理化性状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目前有关茶树施用硼肥的研究报道很少，茶园

中的硼元素常常被学者所忽视［６］。其主要原因是：

（１）茶树是叶用植物，对硼的需求量少，茶叶中的

硼含量为０．５～３５．０ｍｇ·ｋｇ
－１，相对其他作物而

言，人们对茶园硼肥的施用重视不够；（２）大部分

茶园位于南方红壤区，茶园土壤呈酸性，土壤中硼

的溶解性较大，土壤的有效硼含量也相对较高。但

是我国茶叶产量和化肥使用量日益增加，茶园土壤

缺硼现象日益凸显。南方红壤区茶园土壤有效镁含

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有：（１）成土母质 （如花岗岩、

砂岩等）的镁元素含量较低［２２］； （２）在气候及地

形上，南方红壤茶园一般地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

的丘陵、山区、半山区上，高温多雨的气候和地形

条件促使成土母质风化和淋溶剧烈，加上近年来该

区域酸雨日益频发，茶园土壤酸化日益明显，大量

可溶性镁素随之流失，茶园土壤镁库日趋贫乏［２３］；

（３）在茶树生长上，一方面茶树是喜镁作物，长期

吸收消耗土壤中的有效镁；另一方面茶树为聚铝作

物，每年通过枯枝落叶归还土壤的铝可高达３０．０６

ｋｇ·ｈｍ
－２［２４］，茶园土壤铝的大量累积，并与土壤

胶体上的镁交换，易造成镁的淋溶损失，同时，交

换性铝离子的积累与茶园土壤ｐＨ 下降有密切关

系，土壤酸度升高进一步加剧了镁的淋溶损失［１３］；

（４）在施肥上，当前茶园普遍存在不平衡施肥，尤

其是偏施氮肥，少施，甚至不施有机肥，这一方面

导致茶园土壤酸化加剧，促进土壤镁的淋失；另一

方面，茶园上施用较大量的钾、钙、铵等离子，与

土壤镁离子之间存在较强的拮抗作用，从而妨碍了

茶树对镁的吸收，加重了茶树缺镁现象的发生［２５］。

因此，在我国南方红壤区茶园上应该重视硼、镁肥

的合理施用，为该区域茶叶增产、品质提升及茶园

土壤肥力平衡补上 “短板”，为该区域茶产业的可

持续高优发展提供必要的中微量元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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